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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

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汉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汉如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红友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629,143,967.67 8,822,381,108.85 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194,432,927.72 3,564,815,719.23 -10.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757,789.57 325,300,075.11 -125.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826,405,957.00 4,080,959,786.97 -3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70,104,388.33 105,248,114.29 -45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1,168,358.11 93,366,405.23 -52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95 2.58 减少13.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67 0.19 -452.6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67 0.19 -452.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733.51 -83,199.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867,439.66 32,231,217.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373,725.03 217,903.91

所得税影响额 1,952,806.35 -616,617.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681,410.78 -685,335.40

合计 16,507,826.75 31,063,969.7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

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6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马鞍山华神建材

工业有限公司

60,544,793 10.89 0 质押 28,200,000 国有法人

史正富 39,176,922 7.05 0 质押 39,176,922 境内自然人

安徽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27,399,723 4.93 0 质押 16,295,000 国有法人

安徽星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24,136,112 4.34 0 质押 14,800,000 国有法人

马鞍山富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3,708,889 4.2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安徽省信用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

6,376,744 1.15 0 无 0 国有法人

喀什峰火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5,710,000 1.03 0 无 0 未知

安徽星马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4,324,559 0.7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马国斌 4,096,100 0.7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兴

业动力组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050,000

0.73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60,544,793 人民币普通股 60,544,793

史正富 39,176,922 人民币普通股 39,176,922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7,399,723 人民币普通股 27,399,723

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4,136,112 人民币普通股 24,136,112

马鞍山富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708,889 人民币普通股 23,708,889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6,376,744 人民币普通股 6,376,744

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0,000

安徽星马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4,324,559 人民币普通股 4,324,559

马国斌 4,096,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6,1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兴业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星马集团是华神建材的控股股东，持有其100%的股权。 两者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

致行动人。 @2、鉴于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史正富分别于2010�年10月17�

日出具《声明》，"在未来继续作为华菱汽车股东期间内，以及星马汽车完成本次非公

开发行后，作为星马汽车股东期间内，无意谋求对于华菱汽车及星马汽车的实际控制，

并将继续保持与星马集团的一致行动"，因此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史正富与

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3、星马集团与中融信托签订了总

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星马集团以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

1,480万股和华神建材以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2,820万股分别质押给中融信托，

为星马集团在信托项下的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星马集团和华神建材已于2013年5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根

据星马集团、华神建材与中融信托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其所担保的主债权的履行

期限为36个月，自股权质押登记办理完成之日起生效。 @4、史正富先生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部分股权10,379,800股质押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

1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史正

富先生已办理完成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史正富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39,

176,92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05%，此次股份质押后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9,176,

92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05%。 @5、省投资集团与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了总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的《委托债权代理投资合同》。 省投资集团以其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股权1,629.50万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支行，

为其在《委托债权代理投资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省投资集团于2014年6

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根据省投资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支行签订的《质押合同》,

其所担保的主债权的履行期限为不超过72个月，自股权质押登记办理完成之日起生

效。 @6、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

因

√适用 □不适用

股东总数（户）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67,016,696.17 31,630,429.27 111.87% 本期增加保证金所致

长期应收款 338,029,150.30 220,425,384.96 53.35% 融资租赁业务大幅增长

开发支出 144,991,089.46 94,669,888.05 53.15% 发动机开发支出增加

短期借款 1,368,000,000.00 896,000,000.00 52.68% 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2、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情况的说明（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826,405,957.00 4,080,959,786.97 -30.74% 销售量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5,581,161.91 9,796,499.29 -43.03%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减少

所致

财务费用 92,897,398.69 37,170,550.78 149.92% 借款利息支出大幅增加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同比发生重大变动情况的说明（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757,789.57 325,300,075.11 -125.13% 经营亏损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8,211,647.97 -510,278,436.49 69.00%

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投资

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0,279,146.16 4,186,052.87 11851.0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经公司2015年5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会议和2015

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议案》。 本次公司债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

元），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具体期限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

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

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债务，改善公司财务结

构。 详见2015年5月5日和2015年5月21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

关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公告。

2、针对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采取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维

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1）2015年7月16日，公司第一大股东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神建材”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本公司股份1,100,000股，本次增持后，华神建材持有本公司股份

58,714,79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5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年7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2）2015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1日期间，华神建材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1,830,000股，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后，华神建材持有本公司股份60,544,79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10.8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9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

的《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承诺方对标的公

司实际盈利数未达到评估报告中收

益法采用的盈利预测数之差额部分，

原则上按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以

现金方式对星马汽车做出足额补偿，

如在补偿期内未有足额现金向星马

汽车进行补偿，由星马汽车以人民币

1.00元的价格回购发行对象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部分新增股份

并予以注销。

2011年3月17日，

2011年7月12

日—2014年4月

30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安徽省投资

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承诺方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及途径谋

求对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承诺方

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将一直保

持与星马集团的一致行动。

2010年10月19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史正富

承诺方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及途径谋

求对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如承诺

方违反了上述承诺，承诺方自愿由上

市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回购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1,000万股股份并予

以注销；承诺方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期间，将一直保持与星马集团的一致

行动。

2010年10月19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置入资产

价值保证

及补偿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如在上市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公告

之日前，华菱汽车15%所得税优惠政

策被取消，改为适用25%的所得税税

率，则对评估值之间的差额计人民币

20,040.26万元，承诺方应按照各自

持有华菱汽车股权比例，由上市公司

以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承诺方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部分新增

股份并予以注销。 承诺方保证上述

各自用于补足评估值差额的股份在

星马汽车2014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

前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2011年3月17日，

2011年7月12

日—2015年4月

30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承诺方认购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

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0年6月21日，

2011年7月12

日—2015年7月

12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承诺方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

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

企业未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

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

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

动。

2009年11月27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承诺方不利用自身对发行人的大股

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

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利用自身

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

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不以低于（如上

市公司为买方则“不以高于” ）市场

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

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

行为；若有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合

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

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

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

市场定价等方式进行，以充分保障上

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009年11月27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承诺将保证发行人在人员、 资产、财

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

2009年11月27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安徽

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

司、安徽星

马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

司、史正富

如因安徽华菱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华菱汽车前身）净资产值低于公司

改制时注册资本从而引致的纠纷、行

政处罚等各种法律风险，由本公司

（本人）按照改制时所持的出资比例

承担。

2009年11月27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马鞍山富华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浙

江华威建材

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鼎

悦投资有限

公司、杭玉

夫、楼必和

鉴于华菱汽车当时的股东以现金方

式对改制时净资产与注册资本差额

补足，本公司（本人）同意放弃根据

公司法向其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

2009年11月27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

对于华菱汽车改制时量化给刘汉如

等职工的效益工资合计5,857.06万

元，如被确认缴纳包括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在内

的“三险一金” ，承诺方将无条件缴

纳应由承诺方承担的部分。

2010年10月19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承诺方不再允许上市公司、华菱汽车

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参股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以及从事与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存在同业竞

争的业务。

2010年10月18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解决土地

等产权瑕

疵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等9名

发行对象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上

市公司下属企业福马零件在安徽当

涂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及房产尚未取

得产权证书。 鉴于此，承诺方承诺，

如上市公司未来在办理上述权证过

程中发生的任何费用，由承诺方支

付；同时，如因未取得上述权证而给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的，承诺方将无条件向星马汽车或华

菱汽车予以全额补偿；承诺方具体支

付费用或补偿的金额按照承诺方持

有华菱汽车股权的比例计算。

2009年11月27

日，长期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资产注入

安徽星马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

承诺方原持有湖南星马汽车有限公

司66.7%的股权，为湖南星马的控股

股东。 承诺方承诺在湖南星马各方

面业务发展已经稳定，不存在障碍性

问题，适合作为置入资产注入上市公

司后，本公司将积极通过各种合法有

效的方式将该等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2009年11月27

日，长期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华菱星马

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且在无重大投

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时，公司

应当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公司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公开

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

原股东配售股份。

2012年7月23日，

长期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

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目前市场形势以及公司经营情况，公司预测下一报告期期

末累计净利润可能延续亏损状态。

公司名称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汉如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0375

证券简称：华菱星马 编号：临

2015－060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

●经核实，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除已经披

露的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及《公

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外，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在2015年10月12日、10月27日、10月28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

司控股股东，现将有关情况核实如下：

1、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环境面临一定压力，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房地产、固定资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放缓和信贷收缩政策等因素

的影响，公司产品市场需求减少，产品销售下滑较大。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问

询核实，除了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和2015年10月27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刊登的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外，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3、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4、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在近

日股价波动期间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属于汽车整车制

造行业，主营业务为中重卡、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等，根据证券交易

系统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28日，在汽车整车制造行业的23家

上市公司中，平均动态市盈率为113.55倍，本公司动态市盈率为-10.

39倍， 在23家汽车整车制造行业中动态市盈率由高至低排序位于第

22位；平均市净率为26.57倍，本公司市净率为1.38倍，在23家汽车整

车制造行业中市净率由高至低排序位于第21位。 公司近日股价波动

主要受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影

响， 剔除大盘和板块的整体影响后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实际涨幅为

23%左右。

三、董事会声明及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

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披露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5年公司第三季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0,

104,388.3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1.65%。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特此公告。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

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 邹武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郑海山 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韦化鹏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7,019,123,178.28 6,936,370,507.01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06,523,516.71 3,617,873,249.33 -3.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566,228.89 116,235,716.31 -222.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05,929,455.03 1,767,638,781.62 -1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948,258.57 1,506,620.28 -6,07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4,337,621.89 -622,086.27 -15,064.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60 0.0417 减少2.56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9 0.004 -5,3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9 0.004 -5,32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4,717.22 -37,654.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435,607.08 8,082,979.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97.60 -2,081,125.44

所得税影响额 -353,459.08 -1,089,107.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573.64 -485,728.09

合计 2,030,706.82 4,389,363.3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

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1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236,826,585 55.0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41,200 2.80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476,716 1.74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5,774,984 1.34 0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3,51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236,826,585 人民币普通股 236,826,58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41,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7,476,716 人民币普通股 7,476,71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5,774,984 人民币普通股 5,774,984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

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资产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286,869,722.90 629,504,413.80 -54.43% 背书转让的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711,155,584.48 396,426,167.06 79.39% 客户销售暂欠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9,795,946.48 15,438,065.28 157.78% 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0,248,480.20 9,622,147.54 110.44% 留抵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9,710,000.00 51,500,000.00 35.36%

对中航特材工业（西安）有限公司增加

投资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806.80 26,956.20 -97.01%

缴纳增值税及土地使用税所致

应付利息 57,097,328.80 12,472,328.77 357.79% 公司中期票据应计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624,464.05 11,138,760.15 31.29% 待确认汇款暂挂账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51,650,000.00 151,650,000.00 65.94% 部分长期借款将到期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68,094.05 1,233,333.91 -94.48% 报告期末未实现的亏损较期初减少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资产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93,018.20 9,126,387.56 -66.11%

报告期缴纳增值税金额同比减少，引起其附

加税金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103,937.95 17,928,896.56 -32.49% 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393,520.96 -791,244.91 -202.50%

联营企业西安宝钛美特法力诺焊管有限公

司亏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8,119,869.24 4,886,559.79 66.17% 确认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9,593.45 2,006,975.64 -100.48%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金额变动引起递延所

得税费用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89,948,258.57 1,506,620.28 -6070.20%

公司主导产品平均售价下降以及工程项目

转固后，折旧费用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2,304,015.99 -2,350,685.09 198.01% 主要子公司盈利额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

-142,566,228.89 116,235,716.31 -222.6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

-22,653,640.43 -5,469,250.46 -314.20%

对中航特材工业（西安）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

73,118,906.25 -16,619,733.04 539.95% 偿还流动债务的资金同比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

额

本 报 告 期

（2015 年 7-9

月）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

去向

2008 公开增发 148491.64 26.05 145429.39 3062.25

存放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项目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

（2015 年

7-9 月 ）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度

项目

进度

产生

收益

情况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

因及募

集资金

变更程

序说明

钛及钛合金熔铸扩

能及辅助设施建设

项目

否 21,210.80 26.05 18148.56 否

2010 年

辅助设备

预转固

建设

中

否 注 -

注：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说明详见2015年3月27日登载于上

交所网站的 《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

3.2.2� � 2015年7月9日宝钛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

（自2015年7月9日起）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1.9%，且不超过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同时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止2015年8月26日，宝钛集团通过证券公司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599,287股， 占公司总股本

1.9986%，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增持完成后，宝

钛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36,826,5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4%。

具体增持方案和实施情况详见公司2015年7月9日、7月11日、7

月21日、7月29日、8月27日登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

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宝

钛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过程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已

在《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详见2015年8月13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部分）。

报告期内，相关承诺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

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以来，钛行业市场需求低迷、竞争激烈，公司主导产品平

均售价下降，同时公司工程项目转固后折旧费用增加，预计2015年

1-12月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武装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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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8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

各位董事发出了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的通知。 2015年10月28日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

际出席10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宝鸡钛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2、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对外

联络办公室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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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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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15年3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由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部分日

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情况，现对2015年超出预计金额的部分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5年度预计金额

（元）

2015年1-9月实际发

生金额（元）

超出金额（元）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

研制所

5,200,000.00 7,402,536.07 2,202,536.07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3,480,000.00 5,156,813.25 1,676,813.2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18,000,000.00 31,889,943.11 13,889,943.11

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

研制所

3,303,034.19 3,303,034.19

工程承建费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

筑安装公司

3,350,000.00 9,074,434.51 5,724,434.51

合计 30,030,000.00 56,826,761.13 26,796,761.13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

600375

公司简称：华菱星马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456

公司简称：宝钛股份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